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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阳，
我回来了！
今年春节，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许多新富阳人的“回程计划”被打破，有的提前回到富阳，有的至今还在老家，准备返程。
近日，富阳企业开始有序复产复工，各行各业的人员开始安全有序回到本职岗位。这些提前回富的新富阳人工作生活过
得怎么样？昨日，记者采访了部分供电职工、公务员、教师，听他们说返岗的故事。

艾男岚：
当好供电后勤保障
“大管家”，
助力企业复产复工
记者 董剑飞 通讯员 汪晓池

除夕当天和父亲吃了顿年夜饭，又匆匆赶回富阳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有一个来自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的“声音”：不断
地通过电话微信指挥着富阳供电公司的防疫物资调配工作，让仍然坚守在一线
岗位的电力工人在守护千家万户的光明之时，得以穿戴上安全的防护设备，保
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这个“声音”的主人叫艾男岚，他是区供电公司办公室的一名副主任，分管后
勤服务工作。

艾男岚的老家在距离武汉 300 多
公里的当阳。自从十多年前到富阳工
作后，每年的春节就成为了艾男岚和父
亲一年一次难得的相聚时光。春节前，
因为担心 80 多岁独居在老家的父亲，
艾男岚退掉了途经武汉的动车票，带着
妻女自驾从富阳赶回老家湖北当阳。
彼时虽然湖北其他地区还没有确诊的
病例，但艾男岚还是决定绕道，避开武
汉回当阳。为了避免与人群过多接触，
艾男岚一家很少去服务区休息。
在路上奔波了一天一夜后，除夕晚
上艾男岚终于赶到了当阳，见到了一切
安好的父亲。当天晚上，他们陪父亲吃
了一顿简单的年夜饭、交待了相关防范

事项后，一家人又风尘仆仆地驱车赶回
富阳。
在当阳时，艾男岚并未与除父亲之
外的其他人接触。但为了周围人的健
康和安全，到达富阳后，他们还是第一
时间向公司和社区报备。在居家隔离
一天后，他们于正月初三又主动前往集
中隔离医学观察点进行统一隔离。艾
男岚所在的隔离点是一处宾馆，他所需
要做的就是每天自测体温并上报，他们
所需的物品都由身穿隔离服的志愿者
负责送进来。
不过，即使在隔离中，艾男岚也一
刻也没有空闲下来。他知道，疫情发生
后，其他部门都可以休息，唯独电力部

门作为城市保运转的单位，却是一刻也
不能停下来的；别人可以在家隔离，电
力工人却是必须要出门、始终要冲在一
线。因此，后勤防疫物资一下子成为了
各个供电所和电力保障值班点的当务
之急。
随着疫情形势持续严峻，奔波坚守
在一线岗位的电力人的工作风险也不
断增加。为了调配到充足的防疫物资，
艾男岚一个接着一个打电话，把所有能
够联系的平台和供应商都联系上了，在
物资紧缺的大环境下为富阳供电公司
争取到了必要的防疫物资，降低了一线
电力工人的出行风险，免除了富阳电网
的后顾之忧。

隔离期解除后立即上岗，当好后勤保障“大管家”

艾男岚在隔离期间调控物资

作为富阳供电公司后勤保障的“大
管家”，艾男岚和同事们已为公司员工
准备了一万多个一次性医用口罩，为奋
战在保电一线和抢修一线的工作人员
准备了消毒液、酒精、护目镜、红外测温
枪等防护设备，让他们外出工作得以安
全、安心。
2 月 9 日，艾男岚一家解除隔离。
可他顾不上回家休息，继续投入到工作
中。经济发展、电力先行，随着企业陆

续复工复产，供电公司保供电任务也将
随着加大，供电全体员工也将分批有序
投入到工作中。艾男岚的保障压力也
进一步增强，他盘算了下：除了最基本
的口罩等防护物资筹措任务外，他们后
勤保障这块还新增了往来人员审查、集
体宿舍隔离人员管理等琐碎而繁杂的
工作。不过即使任务翻倍，他也有十足
的信心做好。
“富阳已经连续多日没有新增新冠

肺炎 病 例 了 ，我 相 信 ，只 要 我 们 每 个
人、每个单位都继续将防控措施做到
位，疫情防控这场仗我们一定能够打
赢。”艾男岚说。作为区供电公司的一
名员工，他还将和所有其他供电员工
一起遵循省市区关于“两手抓、两手都
要硬，两战役，两战都要赢”的要求，积
极助推企业复工复产，保障全区用电
可靠稳定，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大
动力。

陈品男：
新手妈妈的复工
“囧途”
记者 谢雨天
“这一趟回来得太不容易了，幸好‘十一’很配合，我们才能一起完成这个‘不
可能’完成的任务。”陈品男是福建人，就职于富阳区经信局，
“十一”是她刚过百
日的可爱宝宝的名字。
今年过完春节她正好休完产假复工，于是年前就定好了返程回富阳的机票，
但
眼看着启程的日子越来越近，疫情却“水涨船高”。出发前夕，家人朋友纷纷劝她
留下，但考虑到越是特殊的时候，单位的活也越多，
她还是决定“按原计划执行”。

飞机停飞、高速口遇堵，
回富“人在囧途”
正月初六凌晨五点，陈品男一早打
包好行囊，一家三口载着满满一车年
货，出发去机场，但到机场门口她觉得
不太对劲，里面异常冷清，去服务台咨
询后才得知这几天飞杭州的航班全部
被取消了。她回到车里，犹豫不决，刷
着手机里工作群的信息，无意间她回头
看了眼，宝宝正好冲她笑了一下，母子
俩瞬间交换了眼神，她说：
“ 可能是‘十
一’给的勇气吧，我们接受‘挑战’——
自驾回富阳。
”

要在以往，
春运期间自驾行对陈品
男来说是件再正常不过的事了，可是今
年还要带着才过百天的宝宝：
万一开上
高速，
宝宝一直哭闹怎么办？到了富阳，
防控加强不给进城怎么办？带着忐忑
不安的心，
车子已经飞奔在回富的路上。
陈品男说，从她宁德回富阳总路程
500 多公里，一路上只要还能坚持他们
就尽量不停歇，
“宝宝太小，连合适的口
罩都没有，服务站人多不敢下车，哭闹
起来只能找个偏僻的角落里抱抱他，哄

睡着了就立马赶路”。一路紧赶慢赶，
到了出福建的高速口和进浙江省的高
速 口 ，等 待 检 疫 的 车 辆 却 排 起 了“ 长
龙”
，
每个检查口都等了两个多小时。
到达富阳已经是晚上八点多，原本
十个小时的车程变成了十五个小时。
“令我惊喜的是，进富阳的时候几乎‘随
到随走’，这里不像别的检查口就一个
人值班，夜间都安排了五六个交警和志
愿者，人手充足，保障措施做得非常到
位。
”
陈品男说。

社区温暖送上门，隔离在家不停工

陈品男一家

回到富阳后，陈品男就收到了社区
发的“居家隔离告知单”，小区物业要求
她居家隔离不能外出，14 天“禁足生活”
正式拉开序幕。
“刚开始的一周，
社区每
天都会打电话来确认身体状况，之后是
每隔两天询问一次。
”
她说，
隔离期间，
社
区工作人员不仅认真负责，还很暖心，
“元宵节那天，他们知道我们出不去，把
汤圆送上门了，真正感觉回富阳是‘回

家’
了，
在这，
我们也是被惦记着的。
”
选择 500 多公里自驾回来，不仅仅
是为了回到富阳，更是为了尽早回到自
己的工作岗位上。陈品男所在的经信
局，在春节前期就紧急复工了，大部分
职工因为没有外出不需要隔离，每天奔
波在一线，每走访一家企业就把情况反
馈到相应的工作群，而陈品男的工作是
保障宣传，上传下达，将政策要求第一

时间发布在公众号上让企业可以知晓，
同时将工作群中反馈的情况进行筛选、
整理。
隔离在家不停工，回来第二天，陈
品男就在经信公众号上开始连载“疫情
防控——经信在行动”的专题报道，并
且坚持每天两条不断更。而在每篇文
章末尾出现的“编辑 陈品男”五个字，
就是她归队的专属“暗号”
了。

欧艳平：
在集中观察点
“复工”
开课了
记者 许媛娇
“从长沙回来这一路心里是紧张的，到富阳进不来怎么办？也怕被要求返回
长沙。”欧艳平说起 2 月 4 日当天返回富阳的过程，心里担忧着，所幸的是一路上
都顺顺利利，早晨 7 点 10 分出发，一家三口是自驾的，当天下午 3 点多就到富阳
了。整个行车过程，只在中途加过一次油，
此外，途中服务区一个都没进。
根据相关规定，欧艳平一家需要在集中观察点进行 14 天的医学观察，而作为
实验中学高一年级的语文老师，她在集中观察点顺利“复工”，今天已经是线上上
课的第 6 天。

返回富阳后，
主动接受集中观察 14 天
欧艳平夫妻俩的老家都在湖南长
沙，2003 年欧艳平就来了富阳，在富阳
教书十多年，
按照惯例，
每年寒假一家人
都会回老家。今年 1 月 19 日，欧艳平一
家到了长沙，
她说，
当时并没有想到疫情
会这么严重，
没过几天，
“武汉封城”
消息
传来才真正感受到事情的严重。
“ 长沙
的情况还好，在老家，别人看我们也是
外地来的，
所以我们自觉居家隔离了。
”
官方一次次发布延迟开学的信息，

欧艳平也想过是否要延迟返回富阳，但
转念一想，
自己是班主任，
高一班里那么
多学生需要她，再加上 10 岁的女儿也
要上学，还没等到复工的消息，欧艳平
与丈夫一商量，就决定要回富阳。
“停课
不停学，我又没带电脑回老家，想着能
回来还是要提前回来。”欧艳平坦言，她
一直在关注富阳的情况，返回富阳前一
天，她又向小区、社区咨询了情况，确定
能回来后，
才大胆奔向富阳。

2 月 4 日下午 3 点多，富阳高速口，
在测量体温、配合登记后，欧艳平一家
终于回到富阳家中，随后也被要求居家
隔离不再外出。2 月 6 日，他们被安排
到 了 集 中 观 察 点 ，接 受 14 天 医 学 观
察。该集中点是在一家酒店里，一家人
住在同一个房间，虽然不能出门，但一
日三餐都有工作人员配送，
“ 伙食很不
错，工作人员很热情”，这让欧艳平一家
感到温暖。

在集中观察点“复工”
，心里也踏实

在集中观察点开课的欧艳平

在接受医学观察的第 4 天，班主任
欧艳平上线了，因为“网络教学”开始
了。欧艳平提前向学校说明了自己目
前的情况，并表示完全可以“复工”，学
校领导也很支持，告诉她有困难随时找
学校。
“班主任的工作相对来说会杂一
些，很多信息都需要统计或者发布。”欧
艳平每天早上都要通知学生们上早自
修，到了晚上要统计一天下来的上课情
况，学生在上课过程中存在什么问题、

作业完成情况如何，都要统计，然后针
对性和家长沟通。此外，对学生的安全
提醒也不能少，除了上课，对学生的关
怀一样重要。
上课要准备的东西很多，身边没有
教材，欧艳平就在网上搜索关于疫情的
资料，融入语文教学中，她说，很多素材
都能与作文联系起来。
“在网络教学前，
所有老师都在行动，找了电子教材来共
享。”欧艳平说，高中学生的学业任务相
对重一些，毕竟在网上上课，老师们还

是尽量放缓了教学速度。
“ 一些学生也
在群里反映不上课的日子太无聊了，对
于自觉的学生来说，网络课程还是有效
果的。
”
工作之外的时间，欧艳平也有自己
的安排，上午练练瑜伽，下午跑跑步。
在酒店房间里怎么跑步？她说，每天都
在原地跑，而且每天步数都能过万。
“大
人还好，女儿在房间待久了会焦躁，安
抚一下也就好了。”她说，富阳的整体环
境是安全的，
她的心里也很踏实。

